
书评# 悦家丹 !佛教现象学# 一项对佛教
唯识学与 *成唯识论+ 的哲学研究"

!美" 亚历山大#迈耶

*佛教现象学+ 一书为悦家丹 %_@; Ĥ:65@H:& 在天普大学期间学位论文

%).0.& 的增订版# 基于世亲的 *唯识三十颂+ 及其汉语注释!!!玄奘于 / 世纪

中期所著的 *成唯识论+' *佛教现象学+ 力图探索两大主题" 一是证实传统的

唯识学是对佛教有关人之存在的一种现象学和认识论研究# 而非一种形而上学

的观念论# 或本体论的观念论/ 二是证明传统的唯识学对早期佛教思想理路的

延续远远超出人们的普遍认知'

"

现有对唯识学的评论已十分繁复# 因为它与其他佛学宗派# 如说一切有部,

经量部, 般若学 %包括中观学& 乃至如来藏思想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对阿赖

耶识及心王等核心观念# 同时存在多种解释' 此书旨在将唯识学置于更为广阔

的义理背景之下# 以解答其形成与发展中的诸多疑团# 并揭示其哲学意义' 其

实它属于英语世界中正进行的关于唯识学诠释的大讨论的一部分# 但悦家丹对

这一讨论却只是略作提及'

& 此外# 作者还忽略了许多前现代和当代与主题相关

的, 数量可观的汉语和日语文本' 虽然此书的确做出了重要而清楚的评论# 且

推断不可谓不强有力# 但在语言和哲学准确性上却大打折扣' 行文往往冗长枝

蔓# 充斥着专业术语# 编校失误随处可见'

' 鉴于此书有 3(( 多页# 其问题在此

"

&

'

哈里斯 %#%I@JJ?:&" *瑜伽论思想的延续+ %莱顿# )..)&# 悦家丹没有提到他# 而他已经充分讨论

了这一点 %页 )2# 页 30&'

在哲学领域有关唯识学是观念论的最为持久的研究仍然要数查泰捷 %N%R%"5@66>Jn>>& 所著 *瑜伽

论观念论+ %德里# ).3'&# 而悦家丹并未研究过'

其中包括成百的打印错误, 一个非常离谱的汉!梵音译# 以及在识别梵语语法形式方面的问题' 索

引不充分 2例如# 压根儿就没有提到施密特豪森 % %̂+95G?65@H:>;& 的权威性著作" *阿赖耶识" 瑜

伽论哲学中一个核心概念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东京# ).0/&3' 尤其是附录四对玄奘译作和著作的

讨论中更是错误百出'



无法一一提及# 本文只讨论主要两项# 即对本质主义的质疑, 语言和语言哲学

方面的问题'

"

悦家丹坚持认为 (观念论) !!!也被他等同于 (本质主义) 和 (形而上

学) !!!是导致对唯识学产生误释的最主要因素' 而在他看来# (现象学) 才是

万灵药' 他把自己归在现代混合谱系中# 后者以尼采, 索绪尔, 胡塞尔,

梅洛!庞蒂, 德里达, 利奥塔等为人所知'

& 与此同时# 为捍卫他认为正确的对

唯识学的诠释# 悦家丹还广集兵力以驱逐本质主义的鬼魂'

' 他竭力表明# 在佛

教传统的内部一直有一种趋势想要恢复对佛教教义的 (本质主义) 诠释# 并据

此认为最早的诠释者们都或多或少顺应了这一趋势'

在现代佛教研究中# 此类讨论已持续多年# 例如# 大卫.卡鲁帕哈纳曾著

书指出# 佛法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 在所谓的批判佛教中# 其代表人物认为东

亚佛教的更大部分是对原初反本质主义立场的偏离# 即使佛祖本人也背离了自

身而一定程度上顺从于本质主义'

( 当代的这些讨论既面临来自哲学内部的挑

战# 也要应对佛学传统中对无常性 %如无我& 之正确理解的讨论' 无常性在般

若学中的表述是缘起性空# 在唯识学中则是三无性' 悦家丹的研究属于力图剥

下佛学 (本质主义外壳) 的历史化运动的一部分' 但笔者认为# 他的论证缺乏

说服力# 原因有二" 他关于本质主义的断言太过笼统# 而与此同时所进行的历

史性讨论却非常有限'

唯识学的现代研究者们往往将其称为 (观念论) 或 (形而上学)# 但如何贴

上这个标签尚未有定论' 可暂时分为两种# 将心&意识置于物质&对象之前# 一

种是本体论层面# 一种是认识论层面' 当然# 唯识学应归于哪一种范畴完全取

决于我们能合理得出它们各自的语词暗示着什么' 乍看之下# 悦家丹认为唯识

.'4'.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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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看过两篇较早评论# 分别来自沃尔德伦 %T%+%T@AFJ=;& %佛教学者信息网I1,HFF5?:G" 56c

67" &&888%5 1;>6%G:H%>FH&J>Y?>8:&:5=8J>Y%9M?- 17@65 P''''0)(3'2424*0# '((4 年 / 月& 与马勒

%"5%UHAA>J& % *东西方哲学+ %$5?A=:=75SE@:6@;F T>:6& '((2年第 22 卷第 )期# 第 )42!)4. 页&'

本篇书评不再重复他们的许多精辟见解' 至于同行们对此书的正面评价# 笔者决不能苟同'

如所预料# 诸如偶发性, 边缘性, 讽刺意味, 擦除, 封闭, 痕迹, 身体, 经济等单词在此发挥了关键

作用' 就现象学而言# 悦家丹在思想渊源上似乎更接近梅洛!庞蒂而非胡塞尔' 书中引用胡塞尔思想

的次数最少# 出人意料# 但受谴责时却有胡塞尔的份儿" (通过强调经验的意向性构造超出质料性构

造# 他的先验观念论讨论物质性但却从未把质料当回事# 不论是从因果还是从本体论角度') %'.&

正是在这个语境中# 我们必须要看一下悦家丹关于窥基所提出的戒贤这一角色的讨论' 但是# 这一

讨论真的对我们了解唯识学有所裨益吗- 就算悦家丹的论点提得很好# 中国的法相注释者重提戒贤

跟悦家丹诉诸梅洛!庞蒂的权威性有什么不同吗-

参见例如松本史郎" ( 0禅1 的意义)# 刊于" i%霍巴德 %i%IHKK@JF&, $%史万森 %$%+8@;:=;& 主

编" *修剪菩提树" (批判佛教) 的风暴+ %檀香山# )../ 年&'



学更倾向于认识论而非本体论似乎不无道理# 但是# 真正把它们置于哲学视域

中进行研究时# 就可明显看出# 即使只是否定性的# 认识论也蕴含着一种本体

论' 悦家丹几次提到色法 %Jl7@& 颇具争议性# 在他看来# 唯识学没有否认色

法的实在性# 这似乎表明 (本体论差异) 的存在是无法解决的# 只能打着反本

质主义名号加以回避' 但是# 难道这种拯救名称形式的尝试不属于西方 (丑闻)

%海德格尔语& 的一部分吗- 这种一味追问到底物质的实在可否与心灵分开的丑

闻# 一旦法的本质已然得到澄清# (色法) 真的还需要特别的肯定或否定吗-

悦家丹一方面按照唯识学的思想# 强调只能在 (意识) 中靠近世界 %包括

色法&# 这是有道理的' 戴安娜.保罗曾因此称唯识学为 (心灵哲学)' 但是#

另一方面# 他却坚持认为" (无论何物# 都不能在十八界外存在' 试图将一些

0难以言传1 的超越感觉的 0实在1 强加于佛教思想的学者须加以注意) %页

23&'

" 即使仅凭这句简单的引言# 读者也可看出# 同时被强调的 (意识) 和

(感觉) 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鉴于悦家丹对 (感觉) 的强调# 我们应该确信他

的意思是上述所引命题只跟感觉领域相关吗- 语言这一心灵对世界的命名真的

原本就属于感觉领域吗-

令人注目的是# 自诩为现象学拥趸的悦家丹似乎并不欣赏胡塞尔秉其宗旨

(面对实事本身) 而对观念论和物质论的简单并列进行的超越'

& 他在对现象学

引经据典的同时却坚持# 在唯识学中居于优先地位的意识# 必须被理解为奠基

在身体之上的意识# 认为身体才是永远令人神往的逻各斯 %A=M=:& 的真正基

础#

' 而心灵只不过是诸多感觉中的一种而已#

( 这使他对唯识学的阐释看上去

.44'.书评" 悦家丹 *佛教现象学" 一项对佛教唯识学与 ;成唯识论< 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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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不应按字面理解' 末那识和第六意识不是西方或英语哲学意义上的感觉' 由于 (感觉) 或

(感官) 在梵语和汉语中没有一一对应的词汇# 我们应当将 (感觉) 或 (感官) 仅限于指称五官#

以免在佛教思想中掺杂西方哲学的观念'

从哲学上看# 在胡塞尔的时代# (面对实事本身) 不仅要超越简单化的客观主义和心理主义# 还尤

其要超越学究式和高度认识论化的新康德哲学'

见 2) 页# 注 4# ''页和对心灵作为 (深植于肉体) 之意的讨论# 页 *.' 但是# 为什么要把 (A=M=:)

从心理学中排除呢- 毕竟# 心理学中的 (A=M=:) 并不要求心理的 (A=M=:) 结构# 而只是把自身# 无

论合理与否# 构想为一个井然有序的, 可予以诠释的话语结构' 悦家丹还 %页 )/)& 写道" (但即使

写和读也会同时兼顾身心# 因为我们动手去写或用眼去看# 而且需要集中注意力去理解或达意')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这个观点# 即 (解脱身) %Y?GHX6?1XmS@& 中的 (身) 应该被理解为 (身体)' 悦

家丹没有仔细考虑到 (XmS@) 就像英语中的 (K=FS)# 并不总是指一种有形实体# 正如 (法律主体)

%K=FS=WA@8&# 它的意思不是指印有法律的书本'

(因此认知 %识& 作为活体 %名色& 产生) %页 2.&' (在这一模式中# 心灵被看作是一种感觉)

%页 2.&' 实际上# 十八因素 %界& 涵盖了整个心灵, 感觉和对象的范围' 末那识作为十八界中的意

根# 并不表示它是一种 (感觉)# (根) 的意义是权能或官能' 六识显然有别于六根' 难道我们不可

以说人们认为感觉是充满心灵的吗-



更倾向于经验主义而非真正的现象学' 但是# 如果唯识学真的可称作一门哲学#

如果我们认可哲学是对 (什么存在)# 尤其是这个# (追问什么存在的心灵是什

么) 的持续追问的话# 那么# 认为唯识学断言所有的知识都跟感觉相关# 似乎

就不那么恰当了'

按唯识学# 是心灵之流在支配身体而非相反' *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 的

阿赖耶识论已阐明" 阿赖耶识是生起器世间与有情世间的根本# 而有情世间包

括诸根, 根所依处及转识'

"

事实上# 唯识学与佛教的一般教义并无不同# 也认为心灵深刻地受制

于肉体是人类的命运' 笔者在此无意给出任何轻率的二元命题# 但这种所

谓心灵受制于感官世界的观点称不上是一般条件# 遑论必要条件' 唯识学

的解脱道次第的证据并不支持身体应被看作心灵的单因基础这种说法' 虽

然唯识学思想的解脱道方面在 *唯识三十颂+ 中并不突出# 但悦家丹的

主要研究目标# 即对唯识学解脱道的更为深入的分析# 有可能提供一种双

重目标" 澄清唯识学对身体和心灵的立场# 同时检讨将唯识学视为现象学

的局限性'

由于此书整体是围绕 *唯识三十论+ 的三十颂搭建# 而后者已多次被译成

西方语言# 读者自然想知道悦家丹的一般假设是否影响到# 以及如果可能的话#

如何影响到他对文本的解读' 诚然# 悦家丹标榜自己是一个审慎的读者" (在所

有译者始终要面对的矛盾# 即可读性与直白的准确性之间# 我更倾向于后者')

%页 ***# 注 ).& 据此# 悦家丹指出# 早期如普桑的译作# 其可读性要超过对原

文的忠实' 人们或许会为普桑在术语和风格方面的取舍有所争论# 但无可置疑

的是# 他在佛教及其语言方面的知识至今无人能比' 此外# 悦家丹对早期译者

的批评根本没有说服力# 尤其是相比较他自己的译文特点而言#

& 他的译文经常

不到位# 是一种明显的伪直译'

'

.*4'.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

'

参见 *显扬圣教论+ % *大正藏+# 4)%)3('%23/@)/# *0(9(4&'

我没发现悦家丹的译文中哪怕有一段比普桑 %参看下面的注 '4& 译得好' 如果他参考了一些早期译

本的话 2像阿乃克 %N;@9X>J& 或考赫末通 %R=95HG=66HG& 的译本3# 可能很多错误就不会出现了'

在悦家丹对玄奘 *唯识三十论+ 译文的翻译中还有更多严重问题# 但在此笔者不欲深入讨论" 第 ).

章似乎在说# 诸业习气 %X@JG@1Ym:@;m& 熏习二取# 而不是将诸业习气与二取习气并列 %页 '.4&'

译文第 '( 章没法读# 但它似乎 %不论在汉语还是梵语中& 是在说" 这种种事物不仅无自性# 亦不

具有终极实在性 %页 '.*&' 至少安慧把这里的 (自性) 解作 (所以) %XmJ@;k@G&# 意为 (原因,

条件或理由)' 按这一诠释# 世亲只是说对种种事物 %Y@:6H& 的分别是它们的影像生起的条件' 他

根本没有直接讨论 (自性)' 第 ')章的翻译误解了原文# 说依他起自性由 (分别缘所生)# 但原文

说的是 (分别是由因缘所生) %页 '.2&'



在他对这三十颂的论述中# 悦家丹胪列世亲梵本"

, 罗宾逊的梵本英译, 真

谛汉译本 % *转识论+& 及他自己对真谛本的英译# 其后才是 (玄奘译本)# 并

再次缀上他自己的英译本' 仔细阅读其译本就会发现# 他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常

常歪曲 *唯识三十颂+ 的原意' 通过他对真谛汉语译本和玄奘译本进行的比较

可以看到# 他对前者采取了一种有意选择的方式# 目的是将其贬斥为 (本质主

义者)# 而与此同时# 他又通过对二者译本中的同一语词采取不同译法来有意夸

大二者的差异' 但是#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即使玄奘也未能逃过被怀疑为本质

主义者的非难'

&

例如# 看看悦家丹的译本# 就会发现# 他把真谛本中的 (常) 译为 (>6>Jc

;@A) %如页 '.., 页 4(*, 页 4)3# 注 0'&# 但玄奘本中的则不这样译' 又如# 他

把玄奘本中的 (了别境识) 译成 (F?:6?;MH?:5?;M:>;:>1=Kn>96:)# 却把真谛本中

的 (尘识) 译成 (FH:69=;:9?=H:;>::) %实际上这是 (对象意识) 一直以来的译

法&# 这使得真谛的翻译读起来很艰涩'

' 他把玄奘本第一章中的 (有种种相转)

译成了 (65>J>?:65>7J=A?W>J@6?=; =W65>?JGH6H@A=7>J@6?=;:%相转&)' 在这个例

子中# 真谛和玄奘都是用了同一个字# (转)# 但是悦家丹把真谛本的 (转) 译

成 (J>Y=AY?;M)# 而把玄奘本的译成 (=7>J@6?=;:) 却并未指出对同样的词采用不

.24'.书评" 悦家丹 *佛教现象学" 一项对佛教唯识学与 ;成唯识论< 的哲学研究+

"

&

'

提到 (世亲梵本)# 读者都会想知道悦家丹是基于哪一个版本' 尽管他提到了 %页 '/*& 莱维

%+%̂>Y?& 翻译的 *唯识三十颂释论+ %d?n@76?Gm6J@6m:?FF5?" _>HbCJ@?6q:F>d@:HK@;F5H# $@J?:

).'2& !!!这个译本并非完美无瑕!!!但实际提供的梵语文本却偏离了莱维这一更高质量的译本"

在第 )章第 ' 行# 悦家丹不巧使用了主格的 (7@J?kmG@) 而没用位格 (7@J?kmG>)/ 在第 ' 章中他用

的是 (G@;@;m9@) 而非 (G@;@;mX5S@:

t

9@) %因此删掉了一个音节/ 还可参见页 4'*&# 以及

(mA@SmX5S@Y?nkm;@G) 而非 (mA@SmX5S@�Y?nom;@�)/ 第 4章中的 (@Y?6@G) 应该是 (@;Y?6@G)/ 第 *

章中的 (@YSmX6@G) 应该是 (@YSmXJ

.

6@G)/ 第 3 章中有两个 (Y?:@JM@:%5

.

&) 不见了/ 第 0 章中#

(S@# :@# @FY@S@) 必须是阴性的才可以 %Sm# :m# @FY@Sm&/ 在第 )' 章中# 他用 (GJ

.

X:

.

@) 取代了

(GJ@X:

.

@)/ 在第 )4章中# 用 (@:@6S@) 取代了 (:

t

m6

.

5S@)# 等等' 对汉语文本的表达也同样差强人意

%参见第 ' 章&'

真谛之所以常常被贴上本质主义者的标签# 主要是因为他对如来藏思想的接近以及他对第九识阿摩

罗识的阐述# 毕竟# 它只是指转变了的阿赖耶识' 蒂安娜.保罗 %_%$@HA& 的 *转识论+ 英译本

%参见 *中国六世纪的心识哲学" 真谛的 ;转识论<+ 2斯坦福# ).0*3& 显然优于悦家丹的翻译'

同样情况# 在第 '颂中# 他一面把真谛本的 (不可分别) 译为 (9@;;=6K>F?:9J?G?;@6>F %不可被分

别&)# 另一面却把玄奘本的 (不可知) 译为 (H;X;=8@KA>%不可认识的&)# 而 (不可分别) 与 (不

可知) 同是@:@�Y?F?6@的汉译' 此时# 他又一次夸大了两者的差异而将不利的天平倾斜于真谛' 第 0

章中# 他把体通三性译成 (它们在本质上被理解为 2拥有3 三种本性)# 而这里 (通) 应被译作

(包含), (扩展到) 或类似的意思' 在第 ). 颂中# (:@GHF@S@1:@6S@) %意为 (根源之真谛) 26JH65

=W=J?M?;@6?=;3# 即 (缘起) 2 (7J@6u6S@1:@GH67mF@)

%

& 的标准汉译 (集谛)# 被悦家丹译成了 (9=Ac

A>96?Y>6JH65 %积集之真谛&)# 在脚注中则作 (9=AA>96>F 6JH65)' 他关于对比集谛与真谛的推断其实只

需简单一句话即可解决# 即根据定义# 一切缘起法皆由缘而起# 故非终极实在'



同译法的原因' 此外# 悦家丹把玄奘本的 (相转) 训释为复合词 % (GH6H@A=7c

>J@6?=;:2互相作用3)&# 而 (相) 在这里其实只表示 (相状)' 正确的解释在

*成唯识论+ %或者任何现有的译本& 中随处可见'

"

玄奘也未能免于悦家丹反本质主义的批判' 后者援引了玄奘对 *唯识三十

颂+ 的翻译 %第 2, 0 颂& 中两处 (性相) 作为佐证'

& 在第一处# 悦家丹把

(思量为性相) 译成 (?6:;@6HJ>?:95@J@96>J?L>F @:08?AA?;M@;F F>A?K>J@6?;M1

%末那识的自性以思虑与度量为行相&)# 并断言 (性相在梵语本中没 2有3 相

关对应)# 言下之意是# (性) 蕴含着一种本质 %:Y@K5mY@" 自性&# 如" (这一

整句都是在尝试翻译 0G@;@;m6G@X@G1 这一单词# 其实它不过是 0心理状态的

本质1 之意)' 但是# (m6G@X@) 真的在这里显而易见是 (本质) 之意吗- 那样

的话# 什么是 (本质) 呢- 我们能真的怀疑玄奘对这个经常只是意为 (在于)

的 (m6G@X@) 的熟悉程度吗- 为了加强自己的论证# 悦家丹引用了 *成唯识论+

%(('3K(4& 中的一段话"

然后有这样的说法, %识别感知对象是其本性和特性 !行相"&# *原文

如此+ 这一对词凸显了六识中的自性和行相# %识& 以识别感知对象为自

性$ 而它们的 %活动特性& !mXmJ�" 正是其 *本性+ 的功能 !用"#

'

接下来# 作者暗指玄奘这里通过引入体用范式 (提出了新的汉语范畴)' 在

这一段中# 性相的确是 (自性) 加 (行相)# 即六识自性行相的简练表达' 认识

的本性是认知# 而认知对象是意识的操作形式' 但是# 这一段能用来例证对

(体用) 这一术语的使用吗- 不难看出# 玄奘同时使用了 %用彼为行相的&

(用) 和 %以了境为自性的& (以)' 鉴于二者可以互换# 这里又没出现体# 可

明显看出# 这一段并不能佐证悦家丹将本质主义化倾向归到玄奘身上的企图'

悦家丹既没有提供任何正面证据来支撑他的说法# 也没有讨论关于为何体用范

式可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标志这样更基本的问题# 以及本质或真理到底是什么的

问题' 但是# 虽然这一段!!!与悦家丹的断言相反!!!的确没有提及 (体用)

这一术语# 却并不等于说 (体用) 范式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在 *成唯识论+ 中'

但关于这一范式必须被理解成本质主义的这种主观臆断却远非不言自明' 这种

.34'.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

'

*大正藏+# 4)%)202%((()@'*' 还可参见结城令闻 *唯识三十论+ %东京# ).02# 04&'

见 ( *成唯识论+ 中的 0相性1) 一节 %第 4/)!4/4页&'

比较汉译本" (次言了境为性相者' 变显六识自性行相' 识以了境为自性故' 即复用彼为行相故)

% *成唯识论+# *大正藏+# 4)%)202%(('3K(4&'



将体和用分别译为 (实体和功能) 的行为# 或者说类似的行为# 实际上在当前

语境中与哲学毫不相干'

在对 (了境为性相) %第 0 颂& 两段解说中的第二段# 我们看到玄奘把

(Y?:@S@:S@H7@A@KF5?) 译成了 (了别境)' 悦家丹批评他将 ( H7@A@KF5?) 和

(Y?no@76?) 混为一谈# (好像它们是同义词似的)# 并再次指出这提供了 (清晰

的证据# 说明汉语的旨趣和范式遮蔽甚至可能阻碍了梵语文本中表达的思想)

%页 4/)&' 但是# *成唯识论+ 的构架与上述模式并无二致' 这里的 (用) 仍然

不是体用之用' 此外# 在同样是玄奘重译的 *俱舍论+ 中# 译者对 (识谓各了

别) 这一颂的释论说道" (认识总体意指认识# 但统摄各自的对象')

" 这说明#

玄奘很清楚这两个词是同义关系# 这应是毫无疑问的'

悦家丹 %页 42.& 更指责玄奘违背了 *唯识三十颂+# 后者主张解脱在于阿

赖耶识之消灭# 而 *成唯识论+ 对此作出进一步描述# 即赖耶的 (识体) 并未

灭坏' 因此# 看起来玄奘似乎的确没有尊重世亲的表达意向' 但是# 我们必须

考虑到佛教释经方面的特定的注释规则' 实际上# 玄奘在 *成唯识论+ 中遵循

的是一种标准的释经程序# 并合理指出# 世亲在此已将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条

件考虑在内" 当他说 (阿罗汉位舍) 时# 他的意思应作如下理解" (阿罗汉并非

完全舍弃第八识体# 因为阿罗汉仍能执持种子 %俱生法执种子 2 F5@JG@1

Ym:@;m:3&# 当不能执持种子# 那时才入无余涅? %非舍一切第八识体' 勿阿罗

汉无识持种' 尔时便入无余涅?&')

& 因此# 这一段根本无意表明在涅?中仍保

留最终的 (实体)# 但它明确指出# 阿罗汉的成就仍然低于佛的' 阿赖耶的无常

性是 *唯识三十颂+ 的一条基本教义# 在玄奘翻译的 *瑜伽师地论+ % *大正

藏+# 4(%)2./%20)9(.& 中也得到了明确陈述' 由此可清楚看到# 认为玄奘对这

段 *成唯识论+ 的诠释是对 *唯识三十颂+ 中世亲意向的背离# 这是不合适的'

虽然悦家丹批评安慧和玄奘是本质主义者# 他自己却常常做出一些极具个

性但没有任何解经证据作支撑的诠释' 在他对第 4 章 %页 4'2& 的诠释中# 悦家

./4'.书评" 悦家丹 *佛教现象学" 一项对佛教唯识学与 ;成唯识论< 的哲学研究+

"

&

帕拉德汗 %$%$J@F5@;& 编" *阿毗达摩俱舍论+ %巴特那# )./2# ))&' 在玄奘译本中为" (各各了

别彼彼境界' 总取境相故名识蕴') % *大正藏+ '.%)220%(((*@')&

这只是指阿罗汉对阿陀那的舍弃/ 参见窥基 *成唯识论述记+ % *大正藏+# *4%)04(%(4*49))&/ 普

桑 % %̂F> @̂d@AA>q$=H::?;&" *成唯识论译注+ %d?n;@76?Gm6J@:?FF5/ >̂+?FF5?F>I?H@; 1C:@;M#

6J@FH?6>>6@;;=6q>& %巴黎# ).'0# 第 )33&/ 结城令闻 *唯识三十颂+ %东京# ).02# )*0&/ 演培法

师 *成唯识论讲记+ %台北# ).0.# 第二册# ))*&/ 韩廷杰 *成唯识论校释+ %北京# )..0# 0/&/

库克 %f%"==X& *唯识三论+ %@.4""@"A+0&' L&'0=$&(0'"00K'#/%2"3&'0+4,+$&' &?L&'0=$&(0& 2佛教传

道协会 %,_R& 英译大藏经# 3( 1## ### ###3 %伯克利# 沼田佛教翻译与研究中心# )...# 0(!

0)&' 在第三章第 ).节末尾处的翻译是错误的'



丹这样描写阿赖耶识, 末那识与意识"

这一句对它们分别做如下描述"

2)3 摄持与领纳事物 %H7@F5?2原文如此# 当作 H7jF?3# 执受&

2'3 处所 %:65j;@# 处&# 以及

243 了别 %Y?no@76?X@# 了&# 关键在于三者都是在阿赖耶识中运作# 但是以

潜意识的方式'

注释"

2)3 阿赖耶识 (摄持) 经验#

2'3 末那识通过思维确定经验的位置# 以及

243 意识是对感觉对象 %境# Y?:

.

@S@& 的辨别了解'

本句 %在第 4 颂& ( %阿赖耶识& 不可知执受) %@:@GY?F?6@X=7mF?1:65m;@1

Y?no@76?X@G9@6@6&# 在 *成唯识论+ %(()(@))& 和安慧的 *唯识三十论释论+

中都被认为说的是阿赖耶识' 安慧明确指出# (执受) %H7mF?& 意为对种子的执

受 %H7mFm;@&/ (处了) %:65m;@1Y?no@76?& 是对器世间 %K5mn@;@1A=X@& 的表

象' 在 *成唯识论+ 中加入了对世亲书中这一段的诠释# 指出它是关于阿赖耶

识的行相的所缘' 此外# 我要对悦家丹说抱歉# 不能认为意识仅仅了别感觉对

象# 因其功能在于了别观念对象 %法境# F5@JG@1Y?�@S@&'

" 因此# 现有的安慧

和玄奘注释谈到的都只是两个方面# 即执受和处# 并不是三个方面# 而且都单

独指涉阿赖耶而非阿赖耶, 末那识与意识三层'

第 '' 颂 %非不见此彼& 的诠释中也可见到一个类似的严重问题# 悦家丹的

译文是 (并不是说你见不到 0此1 2即依他起相3 而能见到 0彼1 2即圆成实

相3)' 诚然# 这里的汉语比较晦涩# 动词 (见) 只出现了一次# 而梵语中则有

@FJ:6@和 FJ:

t

S@6>' 尽管悦家丹 %页 4)*# 注 /4& 认为世亲把见到依他起相预设为

见到圆成实相的前提#

& 但是不论根据安慧的 *唯识三十论释论+ 还是 *成唯识

论+ % *大正藏+# 4)%)202%((*3K'3&# 这都应理解为" (只要此 2即圆成实相3

未被看见 %@FJ:6@&# 它 2即依他3 就没有被看见) %非不证见此圆成实' 而能见

彼依他起性&' 可见# 玄奘对梵语采用了逐字对译# 只不过没有重复 (见) 这个

.04'.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

*大正藏+# 4)%)202%(()(@)// 普桑# 第 )'2页'

真谛本 % *大正藏+# 4)%)20/%((34K)4& 从另一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说若不见遍计所执性# 则不能

见依他起性'



字而已'

"

我们在悦家丹对第 )/ 颂 %页 '.)& 的翻译中发现了同样的错误" (这些是各

种各样的意识 2即八识3# 它们的转变 %Y?nom;@17@J?;mG@识转变& 实施辨别行

为并被辨别' 由于此与彼根本不存在# 因而一切都只是心理智慧的终结 %9A=c

:HJ>&')

& 这种通过把此彼译成 (作为此和彼) 来将两者并列的尝试是基于对汉语

成分和句法要求的误解# 因而既违背了汉语的行文习惯# 也打乱了梵语的语法结

构'

' 从汉语看# 两个字之间须有一个间隔' 此外# 作为一个辨别的施动者和对

象# 转变应该所指为何呢- 悦家丹认为# 据玄奘# 识转变 (处在这些附带现象背

后# 其实根本没被这些变化所改变) %页*4*&# 而这又是一个斥玄奘为本质主义者

的完全不合理的企图' 转变并非现象背后的东西# 而是它们的 (转变) 自身'

(

我们须考虑到悦家丹在第 )3 章 %页 *'3& 中的尝试# 他把自己对 (转变)

的诠释扩展成语言如何影响思想的问题' 因此# 与他夸大 (差异) 的意图相符#

悦家丹断言# 第 ) 颂中的汉语和梵语围绕心灵之流的两个维度所各自选用的词

语# 即 (能变) 的一方 %如阿赖耶识, 末那识与转识&# 和 (所变) 的一方

%如我施设与法施设&# (展示了一个与能!所蕴含的全然不同的同与异的概念)#

以及能!所这对概念 (在汉语中营造了一种比梵语展示的位格词和主格词的区

分更简洁的区分' 毕竟# 梵语还有六种其他变格 2原文如此3 供选择 %如夺格,

属格等&') 梵语的确有七个变格# 但是对任何一种变格的使用难道不正是一种

对常规语言的规范, 一种自由的选择吗- (位格的所变 %也称作转变& 2原文如

此3 $$被置于两种变之间的歧义地带) %页 *44&'

通过一个佶屈聱牙拐弯抹角的例子来讨论其中的一个词在另一个例子中

(也被认为是同样意思)# 这并不有助于澄清梵语和汉语之间颇具特色的差异'

..4'.书评" 悦家丹 *佛教现象学" 一项对佛教唯识学与 ;成唯识论< 的哲学研究+

"

&

'

(

悦家丹的翻译和诠释可能是由于误用了龙树的话而被误导# 后者说过# 若不依靠缘起法# 则不能说

明胜义谛 % *根本中观论颂+ 第 '*品第 )(颂&' 在第 '/章中# 悦家丹翻译 (如果你在自己面前设

立某个小物) %现前立少物& 并指出 %注 00& 少物 %根据它的 (小物)& 是玄奘对 (6@; Gj6J@) 的

翻译' 但少物是用来翻译 (X?�9?6) %某物& 的' 玄奘的译文虽然重新安排了梵语语序# 但依然能够

跟原作联系起来 % Y?nom76?Gm6J@G >Y>F@G谓是唯识性&?6S@7?5S H7@A@GK5@6@5 以有所得故&

:65m7@S@;;@MJ@6@5 X?�9?6现前立少物&6@; Gj6J>;jY@6?:

.

6

.

5@6>非实住唯识&' 罗宾逊的译文无补于事'

参见同一颂的译文 %页 *43&# 其中复数标记词 (诸) 被删掉# 但在其他方面存在同样问题'

在他对同一颂 %页 *43& 的进一步阐释中# 虽然援引了 *成唯识论+ %((409)0&# 却试图将 (此) 与

(彼) %此彼& 分派给 (心) %Y?nom;@& 与 (心所) %9@?66@:&4

这一章并非在否认 (此和彼) 的存在# 而是强调彼 %所分别& 与此 %分别& 之间是派生和依恃的关

系' 因此# 部分保留悦家丹的译文的话# 玄奘此颂可译为" (心识的这些转变就是分别 % 0是诸识转变

分别1&' 由此分别# 就有那些所分别 % 0所分别由此1&' 它们都是不存在的 % 0彼皆无1&' 因此# 一

切都不过是认知活动 %故一切唯识&')



但更重要的是# 在梵语本中# 这一颂不是说两个不同的 (转变) %7@J?k@G@&#

而是表明我, 法施设生起在同一个 %单数& (转变) 之中 %位格&' 玄奘的译本

同样指出# 虽有我, 法种种相# 但皆是心识之显现' 抛开悦家丹的语法推断#

两种施设之间并无差异' 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因为 (被转变) %所& 是

(转变) %能& 的镜像' 梵语 %7@J?;jG@5# 7@J?;jG>& 和汉语 %能变# 所变& 表

达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副手套的正反面'

"

梵语偈颂中的用字具有一种可辨认的语法形式# 这种形式不仅与这些词的 (纯

粹的) 语法形式有别 % (7@J?;jG>) 即 (7@J?;jG=)# (7@J?;jG@:) 即 (7@J?;jG@5)&#

而且显示了另一种梵语语法# 在其中# 词语不以其真实面目示人' %页 *44&

笔者再一次觉得这种匪夷所思的阐释极具误导性# 因为它似乎在暗示位格

词 %7@J?;mG>& 与主格词 %7@J?;mG@5& 是一样的'

条件和环境按照规律而明确的原则改变着事物' 翻译上的转变意味着# 就

像玄奘的翻译改变着文本# 而读者力求通过它来看到原文一样# 当读者阅读英

语译文时# 他也会试图通过它们看到原文' %页 *44&

如果我们把悦家丹这里的意思诠释一下# 就可以这样说" 这是一个原则#

即条件对事物的影响并非毫无规律可言# 而是遵循一定模式# 这种模式由事物

及其条件共同决定' 把这个原则套用到玄奘的译作上# 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确

是部译作# 因为他是用汉语说着世亲用梵语说过的话' 通过玄奘的译作我们可

以看到世亲的原作' 是原作决定着译作!!!而不是相反' 这虽已不是秘密# 但

与此同时# 悦家丹!!!借助 (怀疑解释学) 的理念!!!却重复地, 但又未经深

入研究地指出# 传统上任何人都可随意按自己的喜好篡改原文# 玄奘等人就发

明或 (改变着) 这个或那个#

& 以及作者不过是穿行于东拉西扯的关节点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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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明白悦家丹怎么能说 (所缘$$在汉语中的字面意思是 0客观条件1) %页 **2# 注 '0&' 要

想明白所缘的 (字面意思)# 必得要追溯其使用的历史" 参见拙著 *从世亲 ;唯识三十论< 的

(思) 概念看善恶问题+ % (QH6H;F ,\:>) ?G ?̂956>F>J9>6@;@1R=;L>76?=; F>JCJ?G:?X@d@:Hc

K@;F5H:&)# *法轮+# 第 * 辑 %)../&" 页 )'/!)2/' 从字面意思上可以说它是 (意识所向之处)'

(所) 的意思并不是对象'

指责玄奘 (在术语使用上混淆了 07@J?kjG@1 和 07J@Yk66?1) %页 *42& 是不公正的' 玄奘并没有玩文

字游戏' 他只是按部就班地把 (7@J?kjG@) 译作变# 有时会用转来强化它# 这个字在别处是用来翻译

(YJ

.

6) 及其派生词的' (7J@YJ

.

66?) 和 (7@J?kjG@) 标志着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试图论证玄奘改换单

词的原因时# 悦家丹引用了 *成唯识论+ % *大正藏+# 4)%)202%((409)4& 中的一句话" (我们已从三

类 %识的& 行相的角度考察了分别# 而三类识皆是 0能够转变1 %@KA>16=1@A6>J# 能变&# 它们被视

为 0被转变1 %所变& 的两个部分的依止) %页 *42&' 需要注意的是# 此处的 (分别) 乃解析之意#

也就是说# (分别) 表示的是牒释的行为# 而不是分别的对象# 即 (三能变)' 此外# 能变在这里也不

指 (能够转变) 而只是标志着行为模式 % (已广分别三能变相为自所变二分所依)&'



轨道而已'

" 结论似乎是难免的" 比之译作由原作定位这种必要的认可# (怀疑

解释学) 的地位尚未得到充分阐明' 我们可进一步推测# 悦家丹之所以会误解

在译的不同文本之间关系的确切特点# 是因为他在未能足够把握所涉语言的同

时又被 (怀疑解释学) 这条 (抓错了的蛇) 搞得更加混乱'

回看有关玄奘对 *唯识三十颂+ 进行了本质主义解读这一错综复杂的讨论#

我们有理由认为# 虽然悦家丹声称 (对推测予以了有见地的限定)# 他对玄奘

*成唯识论+ 中的 (性) 这一概念的解释却是基于梵语和汉语文本之间颇成问题

的关联' 玄奘的确用性相来翻译 (m6G@X@)# 但它为什么应该意指 (拥有一个自

我) 呢- 因此# 比如说# 我们发现 (缘起) 这一原则被意指为不断变化的法的

不变的本性' 自性, 性相, 自相三个词经常被互换使用以标志事物的本性' 因

此# 安慧在他的 *唯识三十论释论+ 中所谓 (mM5m6@1:Y@K5mY@)# 指的是一种

憎恨的状态'

& 据此# 说某物生灭无常# 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名为 (无常) 的恒

常事物' 事物的本性并非另一个事物' 任何认为这已偏离玄奘本意的说法都是

站不住脚的' 这一规则在如来藏的经典命题那里# 也得到明显体现# 如 *宝性

论+ 的 (自性清静) %C4)%)3))%0)49)( 等& 及与之相类的 (性自清静) %见

*禅源诸全集都序+# C*0%'()2%*(*K'0&' 所谓 (性) 不过是指某物的性质# 此

处指的就是 (心) 的性质'

在悦家丹对 *唯识三十论+ 的诠释背后有一套语言哲学值得我们关注# 因

为它表明了他对唯识学总体理解的一个重要维度" (吊诡的是# 就在它们那似是

而非的指涉能力中# 无论语言还是行为都不能脱离其范围# 即它们的指涉不能

超出自身# 我把这叫作 0封闭1' 语言和行为都是自我指涉的封闭系统' $$)

%页 20!2.&' 显然# 悦家丹支持索绪尔 (语言的自我指涉)# 这一观念说的是

语言遵循惯例# 是 (能指的自由波动)# 这里悦家丹把它用在了佛教上' 就是基

于这一前提# 他创造了一个术语 (心理!怀疑封闭) 来翻译关键术语 (唯

识)'

' 悦家丹接着说道# (这些词语被用来指涉意义# 即语言意指语言# 这表明

了语言的自我指涉性' 既如此# 它标志着一个语言封闭系统') %页 */*&

悦家丹在这里倾向于语言的工具主义观念# 这也可从他对 *庄子+ 的引用

%页 2)'& 中推断出来 %至人之用心若镜# *内篇+ 结尾处&# 他所援引伯顿.沃

.)*'.书评" 悦家丹 *佛教现象学" 一项对佛教唯识学与 ;成唯识论< 的哲学研究+

"

&

'

(其作者不过是历史与话语链交叉的场所) %页 )/(&'

在安慧对 *杂集论+ % *大正藏+# 4)%)3(3%/*49'3& 的评论中# 大性小性两个术语同样没有诉诸任

何本质 %参见 *大正藏+# 4)%)3(2%334K).以下&'

(识) %Y?n;m;@& 或 (表识) %Y?n;@76?& 与心理或智慧的含义并无多少共同之处# 后者构成了悦家丹

新逻辑主义的基础'



森的译文是 (至人用心如明镜一般)' 庄子在这里真的应该被理解为是在暗示存

在着心灵之外的施动者吗- 笔者认为# 尽管 (用) 这个字的确有时表工具性#

但也常常不表# 在这个例子中尤其如此' 我们只需简单地说 (至人的心就像明

镜一样)

" 即可轻松避免被诟病为工具主义' 但是# 进一步说# 如果我们所指涉

为 (语言) 的东西被还原到指涉意义的文字# 如果意义作为所指同时又被包含

在语言中的话# 语言作为一个封闭的自我指涉系统这一观念真的会因此得到支

持吗- 意义作为文字所指这一观念不会与语言作为工具这一观念相抵牾吗- 简

而言之# 从佛教的角度看# 悦家丹把语言理解为 (工具性的) 应该是在暗示存

在着一个施动者# 因为他的 (封闭的自我指涉系统) 会阻断任何事物被称为理

解或真理的可能性' 尽管这一语言理论在悦家丹的话语中不是一般的突出# 我

们却几乎看不到有关它的欧洲或佛教背景的真正讨论'

与其对语言的定位相符# 悦家丹对第 ) 颂 %页 *'3&# 特别是涉及我施设与

法施设# 是这样诠释的" (语言问题# 换句话说# 是万物的推动者' 我施设与法

施设展转相生# 此乃化生万物之基') 因此# 与其之前有关语言的观点相符# 悦

家丹认为两种施设几乎是最原初的# 但 *唯识三十颂+ 却明确指出它是如假包

换的派生物# 也就是说# 它产生于又内在于阿赖耶识, 末那识与转识这三类转

变之中'

& 这里须注意# 佛学把 (名言) 的重要维度归入想蕴的范畴' 但是# 由

于这五蕴互相合作# 它们中没有一个# 哪怕是行蕴# 可以说具有前际与后际'

'

因此# 语言问题不过是悦家丹整个偏离领域中的一个侧面而已' 这反过来说明#

我们并非原初受制于 (名言)# 而是由于对真相!!!无论我们如何称呼它# 缺乏

洞见'

沿着这条成问题的路径# 悦家丹将重要术语 (如如) 或 (真如) %6@65@6j&

理解为仅是一种 (假名) %7J@no@76?&' 据悦家丹# 他是严格地基于对 *成唯识

论+ 字面意义的阅读# 认为" (6@65@6m不是一件真实的事物$$它只是一个描述

性 2原文如此3 术语# 描述清楚了烦恼障与所知障的心识状态 %页 24)&') (真

如) 和 (法性) %F5@JG@6j& 不过是 (一个假名) %页 24(&# 不是 (终极现实)#

而只是一个 (语言的虚构) %页 24(&' 无为法不是 (真实的)# 因为它们是 (非

经验的) %页 2'.&' 这里也许最能说明悦家丹在哲学上更倾向于经验主义而非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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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用这对范式中# 用是体的 (功能)# 但体并不同时是用的施动者'

书中对 (转变) %7@J?k@G@& 与连声法的讨论# 由此得出语言扭曲是原罪的结论# 皆具误导性' 连声

法并不意指 (两个毗邻的字母被一个单字母所代替) %页 *4'&# 而只是一个音调规则' (v6G@1

AmK5@) 的字面意思即 (自体!得到)'

*解深密经+ % *大正藏+# )3%(3/3%(3..9).&'



现象学' *成唯识论+ 中所谓 (真如) %6@65@6j& 是一个 (假名) %真如亦是假

施设名& 到底真意为何呢- 首先# *成唯识论+ 强调 %3K)2&# (诸无为法) 并

非指独立于有为法 %如色法, 心法& 范围之外的 %有为的& 实在# 它不是存在

于心相续以外的一个终极实体的名称# 也不是某种必然存在的东西 %的性质&

%非定实有# 39'(&' 提及 (假名) 或名称# 意味着我们正在讨论某种深植于心

相续的东西 %没有东西比心相续更真实&' 据此# 还能否将 (假名) 称为只是一

种想象的事物# 一种 (语言的虚构)- 在 *解深密经+

" 对七真如的讨论中# 我

们看到# 真如是染污法与清静法的共同性质# 并不仅属于清净的心识' (假

名) 从心相续中生起# 内在于非假施设的东西# 它也不是某种实在# 独立于

心相续转化的种种妄想之外/ 同样清楚的是# (真如) 作为一种假名# 所指涉

的正是心相续的真实面目# 而 (真如) 这种 (本性)# 在其终极意义上就是指

事物的真实面目'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得不假设一些更接近如来藏思想的规

定# 即一切缘起法皆是虚妄不实' 实际上# 虽说 (真如) 这一译法已经过时

听起来有一定道理# 但这并不等于说它的所指也应被理解为只是一种老生

常谈'

把 (名言) 说成是一个工具性的自我指涉系统这一观念的问题在于# 它没

有留下任何余地以对它自身的可能性情况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前述有关所有知

识都是感性的这一观念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佛法的目标之

真实性是否可能' 虽然很显然 (唯了别) 一词并不命名最高目标而是指对它的

闭塞# 但这并不意味着唯识学大师们就不会把明了需要被明了的以证实其为真

的明了作为目标' 这一目标既不是有关选择, 传统的东西# 也不是纯粹命定的

问题# 而是相关自由' 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一个 (封闭的系统)# 则会危及自由

和证悟的可能性'

既如此# 我们还能继续假设佛教认为语言或&既是系统封闭的因或&又是它

的果吗- 诚然# 在佛教传统领域里遍布着过量的阐释# 都显而易见地表明语言

是一个监禁性的障碍' 但是# 鉴于佛教传统上对区分正确和错误名称的诉求#

&

把 (名言) 看作一个可让我们说出事物是什么'的中性的, 普遍的平台可能更合

适# 这样可以把这些事物表述为既有虚幻的成分但又不完全浸润其中# 介于缘

起性和非缘起性, 封闭性和开放性之间' 我们怎么可以反过来说佛的自由在于

.4*'.书评" 悦家丹 *佛教现象学" 一项对佛教唯识学与 ;成唯识论< 的哲学研究+

"

&

'

*大正藏+# )3%3/3%3..9)// 也可参见 *大乘阿毗达摩集论+ % *大正藏+# 4)%)3(2%(333@'(&'

*显扬圣教论+ % *大正藏+# 4)%)3('%(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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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了的想蕴 %清静想蕴&# 即说需要说的话呢-

"

有关身为心之基础和语言是传统的, 工具性的和系统性的观点在悦家丹隐

蔽的经验主义和公开的反本质主义中并存' 悦家丹的分析背景中这些方面似乎

无处不在# 很可惜# 与其说能改观# 不如说会歪曲事实'

& 但是# 最后请允许我

不带任何讽刺口吻地说# 这部著作可作为一项挑战# 即随着当今时代精神之开

展# 审视我们在其中的真实处境与位置'

!译者, 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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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大乘论+ % *大正藏+# 4)%)2.*%()*.9(4&/ 拉莫特 %E%̂@G=66>&" *法译摄大乘论+ %9, ;&33")(

O4,') :_.$=(#")BF0,

"

%,& %卢汶# )./4年&# 第'//页/ 参见世亲释# 见 *大正藏+# 4)%)2./%(4/)9)0/

无性释# 见 *大正藏+# 4)%)2.0%(*40@(4'

悦家丹似乎把他的书看作是 (变革性的) %页 24)&'


